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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“关于召开中层党员领导干部

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事项的通知”精神，经请示薛耀文副校长同意，报组织部批

准，12月 5日，图书馆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。薛耀文副校长出席

会议并进行专题指导，图书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由图书馆党总

支常务副书记李晋林主持。 

为了开好本次会议，图书馆党总支高度重视，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。先

后多次召开党员及部主任扩大会议，深入调研和查摆存在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办

法。采取召开专题党员群众干部座谈会等多种形式，收集梳理出关于班子作风、

业务工作方面的意见。馆领导认真开展交心谈心活动，班子成员之间以及约谈党

员、群众代表共计 30多人次。在此基础上，经过反复修改，形成了图书馆领导

班子对照检查材料，班子成员也几易其稿撰写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。 

会上，李晋林书记代表图书馆领导班子进行了对照检查。李晋林书记结合图

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围绕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

及省委“四个实施办法”的情况，查摆“四风”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检查，深刻

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，进一步明确了整改落实的方向和措施。 

随后，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了个人对照检查。李晋林书记兼馆长首

先进行了对照检查，其他班子成员也围绕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查摆，并剖

析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。在自我批评中，大家一致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学习抓得不

紧不实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程度不够，宗旨意识、党性修养还不够强，机制制

度还不够完善，班子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有待加强等。针对每位成员的对照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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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成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。班子成员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了工

作表态。 

薛耀文副校长认真听取了图书馆领导班子及大家的对照检查材料，听完汇报

后，对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了充分肯定。他指出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

重视，前期准备工作细致、充分、扎实，班子成员的发言真诚、坦率，交心谈心，

意见实际，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。同时指出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抓住了

主题，查摆问题深刻，回应意见直接、实在，达到了加强团结、推进工作的目的。

在以后的工作中，要将梳理出来的意见落到实处，看到成效。最后，他对图书馆

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，要解放思想，开放办馆、效率办馆、安全办馆。大胆创新，

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，为全校师生做好文献资源保障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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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馆参加 2014 年元旦教职工文艺晚会 

——现代民族舞《茉莉花开》荣获三等奖 

 

12 月 29 日晚，由山西师范大学工会主办，山西师大党委宣传部、校团委协

办的山西师范大学 2014 年元旦教职工文艺晚会，在我校艺术文化活动中心举行。

教职工新年晚会不但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，也充分展示了各学院、各机关单位

教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彰显了我校团结奋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 

2014 年元旦晚会共有学校各基层工会选送的 20个节目参加汇演，其中有 10

个基层工会分别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我馆选送的现代民族舞《茉莉花开》荣获

三等奖。该节目是馆领导大力支持，工会认真组织，编舞人员精心编排，参演同

志刻苦练习的结晶。“茉莉花开好风光，茉莉时节香满堂。洁白无瑕茉莉花，馨

香飘入您的家；淡雅清秀茉莉花，馨香伴君走天涯。”现代民族舞《茉莉花开》

给这首具有浓郁民族传统特色的民歌赋予了明快的时代风格，演绎出清新、淡雅、

生机勃勃的气息，美轮美奂的舞蹈画面令人如痴如醉，精彩的演出博得了现场观

众的阵阵热烈掌声。《茉莉花开》充分展现了图书馆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甘

当绿叶、默默无闻、乐于奉献的别样风采。 

 

 

节目表演现场之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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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目表演现场之二 

 

 

 

 

 

节目表演现场之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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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演人员与馆领导合影 

 

 

 

参演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刻苦排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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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演人员合影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书馆工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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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馆参加学校 2013 年拔河比赛 

 

12 月 28 日下午，师大校园内师表路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助威声、呐喊声、

喝彩声此起彼伏，由校工会主办的“山西师范大学 2013 年教职工拔河比赛”在

这里鸣哨开赛，来自全校 17 个基层工会的 200 余名教职工参加了比赛。我馆工

会选派了十余名同志参与了此次拔河比赛。 

举办拔河比赛的目的是为了丰富教职工课余文化生活，活跃校园气氛，增强

教职工体质，加强教职工相互之间的交流，打造教职工的团队精神。工会迎新拔

河比赛已连续举办多年，受到教职工的喜爱，成为冬季健身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拔河比赛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，对学校其它单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，我馆

职工之间也加强了联系和沟通，此次活动增加了大家的集体凝聚力以及团队精

神。 

 

 

拔河比赛现场 

 

（图书馆工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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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举行“迎新春、写春联、送温暖”活动 
 

“豪情振笔歌新岁，骏马加鞭奔坦途。”寒假临近，马年将至，图书馆响应

学校给职工“送温暖”的号召，并遵循中央厉行节约的规定，结合图书馆实际情

况，举行了“迎新春、写春联、送温暖”活动，邀请书法家书写春联发放给大家，

将新春的祝福早早地带给全馆每一位职工。贴春联，是中华民族民间庆祝春节的

一件很重要事情，每当春节将近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两边贴上红红的春联，

红底黑字，稳重而鲜艳。表达一家一户对新年的美好愿望，为春节增添喜庆，给

家人带来好运。 

图书馆举行的“迎新春、写春联、送温暖”活动历时将近一周，馆领导亲自

筹划，搜集春联内容，安排采买写对联所用文具，邀请书法家与书法专业人士参

与书写。书写的内容更是经过精心挑选，即有表达祝愿祖国强盛、国泰民安的，

也有冀望事业兴盛、大展宏图的，还有祝福家庭美满，人寿年丰的……除了这些

吉祥祝福的春联，也针对个别职工不同的需求，现场创作个性化春联作品，不同

题材的春联满足了大家不同的新年愿望。书法家们不辞劳苦，在人手不足的情况

下，奋笔疾书，来不及休息，总共为全体图书馆职工书写了将近 200 副春联。一

副副吉祥喜庆、墨宝飘香的春联让前来领取的职工感受到组织浓浓的关怀。有的

同志认为：“以前总是买机器印刷的春联，现在看到手写的对联，觉得还是手写

的春联包含的祝福更浓。” 

假期将至，图书馆人带着鲜红的春联，带着单位领导诚挚的祝福，带着同事

们的良好祝愿，结束一年的辛劳，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新年新气象，相信在馆

领导的带领下，图书馆人将在新的一年里一如既往地秉承图书馆人特有的精神，

甘当绿叶、默默无闻、乐于奉献、坚守岗位，为学校的教学、科研服好务，提供

更有效的文献保障。 

 

 

（图书馆工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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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家在书写春联 

 

 

李晋林馆长向职工赠送春联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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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图书馆大事记 
 

3 月 15 日   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为我馆捐赠图书仪式在报告厅

举行。校长武海顺、副校长薛耀文、校办主任薛珠峰、临汾市文联

主席王富山、《临汾日报》总编王庚星、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专

家、山西师大退休教授周征松、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

李秀梅、在馆的图书馆领导等出席捐赠仪式。马建中馆长主持捐赠

仪式。薛耀文副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对刘合心会长的捐赠表示诚挚的

感谢。他说，临汾尧帝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民族文化

的起源，我校将充分利用好临汾得天独厚的地方文化资源，研究好、

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，努力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。最后，

武海顺校长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的图书，并向刘合心会长颁发了捐

赠证书。 

4月 19 日    中央电视台《朝闻天下》报道，国务院颁布《国务院关于公布第

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》，

正式公布第四批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名单。中国人民大学

图书馆、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、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 16家单位

成为第四批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。在这 16家单位中，我校

图书馆位列第二位。 

5 月 4-5 日   我校第四届教职工综合运动会在一校区田径场隆重举行，共有来

自全校 25个基层工会的 880 名教职工参加了本次运动会，我馆工

会派出 49 名运动员，参加了 23 个项目的比赛。在为期两天的比

赛中，我馆运动员个个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，团结拼搏，展现了

图书馆人的风采，赛出了图书馆人的风格。经过全体运动员齐心

协力，团结拼搏和不懈努力，我馆获得此次运动会团体第二名的

好成绩，这是我馆继前两届运动会获得冠军之后取得的又一好成

绩。  

6 月 6日    图书馆领导班子调整会议在四层视听室召开。校长武海顺、副校长

薛耀文、组织部长高峰以及全体馆领导出席了会议。大会由马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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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主持，校组织部长高峰同志宣布了《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》

晋师党字【2013】22 号、24 号文件和《山西师范大学文件》晋师

任字【2013】1 号、2 号文件。根据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人事任免

文件精神，由于年龄到时，免去马建中同志的图书馆总支书记和图

书馆馆长职务；任命李晋林同志为图书馆总支副书记和常务副馆长

职务，主持图书馆工作。 

6月 8日    图书馆第一党支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。 

7月 4日    在图书馆的一层报告厅，我校与太谷县共同举办“山西师范大学与

太谷县优势合作，促进教育文化发展的大事”的座谈会，会上太谷

县向我馆及我校音乐学院、音乐研究所、历史学院等单位捐赠太古

秧歌光盘及《曹润堂诗集》图书仪式。参加座谈会、捐赠仪式的的

有我校副校长原战勇同志、副校长薛耀文同志、图书馆在馆的领导

以及历史学院和音乐学院等单位的领导；太谷县前来参加座谈会和

捐赠仪式的有县政协副主席武卫东同志和文广新局局长杨小勇同

志、县志办主任陈旭同志。 

7月 7日—8月 30 日     

图书馆进行书库大调整，结合书库调整，对部门进行了整合，规范

了部门的名称：文献采编部，由采访室和分编室组成；文献流通部，

由主库借还书处、文学分库借还书处（一）、文学分库借还书处（二）

三部分组成；文献阅览部，由文科库本阅览室（一）、文科库本阅

览室（二）、理科库本阅览室、工具书和珍本艺术图书阅览室、报

纸（库）阅览室五部分组成；数字资源和系统技术部，由主机房和

电子阅览室组成；信息咨询部增设论文检测中心；撤销视听部；期

刊部、古籍部、外文部、办公室、二、三校区图书分馆没有变动。 

7月 11 日   南京晓庄学院副校长贾创雄，校办副主任韦毅、郭俊以及图书管

理员、档案员等一行 20人来我校考察交流。副校长薛耀文会见了

贾创雄一行并进行了座谈，校办副主任董俊荣、图书馆常务副馆

长李晋林、档案馆馆长张年瑞等参加座谈，图书馆、档案馆负责

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工作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和具体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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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5 日    以李晋林同志为主持人的支持校重点学科完备级保障文献资源建

设项目在我馆立项，项目投资 108 万元。 

8月 16 日 

至 9月底    图书馆开始用电线路改造工程，对馆内的全部用电线路进行重新布

局，以提高线路的载荷能力。 

9 月 26 日    图书馆提交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”集中学习情况报告。

为有效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阶段事项，图书馆党

总支严格按照学校党委要求，根据《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党

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，积极铺开了学习的氛围。

这次教育实践活动，关键是第一阶段，即深入学习，征求意见。

为此，我们紧紧围绕这两个重点，一方面抓好中心组的学习教育，

以此带动党员的学习。党委班子成员专门拿出时间，集中学习，

提高认识。为了确保学习时间、效果和内容的落实，我们采取理

论与实际相结合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、在以支部

为单位开展深入学习活动的基础上，组织全体党员的集中学习。 

9月 16- 

10 月 20 日   为期一个多月的图书馆宣传月活动圆满。9月，在新生入学之际大

力开展“图书馆宣传月”活动，在宣传月中，通过悬挂大型横幅、

新生利用图书馆培训、播放“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”专题宣传片、

制作各种指示导牌、门匾和各部门介绍的大型宣传版面等方式对

图书馆进行全面的宣传。在历时一月的“图书馆宣传月”活动中，

图书馆在三个校区一共培训新生 30 场，4000 余人次。播放专题

片 100 余次，50个小时。制作大小门匾、版面 100 余块。此次活

动历时一个多月，达到了预期效果。通过这次宣传月活动，加深

了读者对图书馆的深刻了解，特别是新生打开了开启图书馆这座

知识殿堂的大门，对未来四年的大学学习与生活奠定了基础。图

书馆将以此为契机，继续加强服务质量的改善及提高，争取更多

的师生来关注图书馆的建设，共同促进图书馆的发展，更好地满

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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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5日     图书馆领导班子围绕反对“四风”问题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 

11月7日-9日  “2013年中国图书馆年会——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”在上海市浦

东新区举办。本届年会由文化部主办，文化部公共文化司、文化

部文化产业司、中国图书馆学会、国家图书馆共同承办，是我国

图书馆界最高层次、最大规模的行业盛会。会上，文化部领导向

第四批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授牌，杨艳燕代表山西师范大

学图书馆上台接受颁牌。我校图书馆被列入第四批“全国古籍重

点保护单位”，这是山西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的结果，

也是我馆古籍保护工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 

12 月 7 日    我馆召开中层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。根据校党的群众路

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“关于召开中层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

生活会有关事项的通知”精神，经请示薛耀文副校长同意，报组

织部批准，12月 7日，图书馆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。

薛耀文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进行专题指导，图书馆处级以上领导干

部参加了会议。 

12 月 28 日   由校工会主办的“山西师范大学 2013 年教职工拔河比赛”在师表

路开赛，来自全校 17个基层工会的 200 余名教职工参加了比赛。

我馆工会选派了十余名同志参与了此次拔河比赛。 

12 月 29 日   由山西师范大学工会主办，山西师大党委宣传部、校团委协办的

山西师范大学 2014 年元旦教职工文艺晚会，在我校艺术文化活动

中心举行。我馆选送的现代民族舞《茉莉花开》荣获三等奖。该

节目是馆领导大力支持，编舞人员精心编排，参演同志刻苦练习

的结晶，充分展现了图书馆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甘当绿叶、

默默无闻、乐于奉献的别样风采。 


